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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环境灾难的关键就在我们脚下
Claire Asher
• 数十亿年前，第一批土壤被用作陆地生命的摇篮。今天，我们脚下的土地支撑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
球农业产业，为近 80 亿人类以及无数野生和家养物种提供食物。但是土壤正处于全球危机之中。
• 我们现在生活在九个行星边界中的四个“危险地带”: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地
球化学流动。这四个因素都与土壤健康密切相关。土壤中储存的碳占陆地碳总量的 80%。九个行星边界是指：
平流层臭氧消耗、生物圈完整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物种灭绝）
、化学污染和新实体的释放、气候变
化、海洋酸化、淡水消耗和全球水文循环、土地系统变更、氮气和磷气流入生物圈和海洋、大气气溶胶负荷。
• 土壤健康的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生命和生计。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地退化损失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10%。
如果与气候变化影响结合起来，土壤退化到 2050 年可使全球作物产量减少 10%。
• 在认识到全球问题和制定解决方案之间，以及看到由此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避
免的延迟。如果我们要利用土壤生态系统来对抗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变化，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当我们谈论解决当前气候和全球环境危机的办法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常常被忽视: 土壤。 数十亿年
前，第一批土壤为陆地上的生命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脚下这片不起眼的土地支撑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
球农业产业，为数十亿人类，以及无数野生和家养物种提供食物。
土壤是我们与土地关系的核心，在几乎每一个关键的地球系统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过程
负责保持我们星球上的条件稳定。文明、人类和其他地球生命都依赖于良好的、持续的土壤健康来生存。
（下图）土壤是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生菜等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土壤的地质、气候和生
物特性。图片来源: Julie viaFlickr。

健康的土壤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为各种
各样的细菌、真菌和无脊椎动物提供了家园，其中
许多对植物有益，甚至至关重要。土壤储存了陆地
上 80% 的碳，这使得它们成为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目标的关键。它们对于淡水循环、储存水和过滤
污染物很重要。
但是土壤正处于全球危机之中。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估计，由于可耕地的侵蚀，每年有 750 亿公吨
的土壤流失。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温室气体被释
放，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减少。
行星边界框架，由 Johan rockström 在 2009 年
首次提出，提供了一个指南，告诉我们离环境阈值
有多近，这个阈值可以把地球推向一个新的，更不
适宜居住的状态。根据 2015 年最新的分析，我们现在生活在九个行星边界中的四个”危险地带”: 我们面临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变化和生物地球化学流动(地球的氮和磷循环)超出拟议限度的灾难性风险。
这四个因素都与土壤健康密切相关，而土壤健康又取决于气候和地质，以及生活在土壤内部和土壤上的生态群
落。坦率地说: 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的健康。

进入广泛的生物多样性根际
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的滋养下，植物也依赖氮和磷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根部吸收。植物根
系周围的薄层土壤，即根际土壤，是化学和微生物活动不断的枢纽，对土壤健康至关重要。英国阿伯丁大学的
土壤物理学家 Paul Hallett （哈利特）解释说: “你可以看到植物(地面以上)储存的大量碳，以及树叶从太阳
那里获取能量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由地下看不见的根系所驱动的。
”植物分泌酸进入土壤，然后释放氮和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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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它们吸收。引用 18 世纪农学家叶忒罗﹒图尔(Jethro Tull)的话，哈利特（以及他的多学科研究团队）把根际
圈描述为“基本上像植物的内脏倒置到土壤中”
“这种植物正在分泌酸性物质，就像你的胃一样,”他说。在根
际，植物、真菌、古生菌和细菌相遇以交换或竞争营养物质。每克土壤包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像微观海洋一
样的多样性，包括多达 5 万种不同的微生物，使土壤成为地球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细菌在这里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解有机物质，从固体岩石中释放营养物质，从空气中吸收氮。此外，一些真菌与植物根
系形成互惠关系，称为菌根，通过它们交换碳和矿物质。
“在某种程度上，植物正在挖掘土壤中的养分,”Hallet
认为“但与此同时，植物从大气中吸收的碳正通过根系释放出来，与土壤颗粒和土壤生物相互作用，然后这些
颗粒聚集土壤，捕获碳，稳定土壤结构。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碳有五分之一通过根和菌根释放到土壤中。

健康的土壤: 一个巨大的碳库
土壤有机质的巨大规模使得碳储存潜力大大增加，使得土壤成为我们遏制气候变化努力的重要盟友。但
这是一把双刃剑: 土壤，因为它们确实储存了大量的碳，如果管理不善，也可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来源。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德韦尔气候研究中心的土壤碳科学家乔纳森 · 桑德曼说: “全球土壤中的碳含量约
为 3 万亿吨，表层土壤中至少有 1.5 万亿吨。
”

(左图）土壤生物占地球生物多样性的 25% ，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蚯蚓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分解腐烂的有机物并将其
融入土壤中。它们在土壤中的运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土壤结构，对于水分保持和养分有效性非常重要。顶部的蚯蚓图片由 Luukyi
通过 Flickr。下图由托马斯沙汉通过自然主义者.
（右图）苏格兰这个“流动之国”是欧洲最大的地毯沼泽的所在地，其古老的碳储存量巨大。几个世纪的管理不善，加上气候
变化的加速，正在破坏这个珍贵的生态系统，但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以保护它。例如，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在福西
纳德管理着一个 21000 公顷(52000 英亩)的修复区。图片由 Banco de Imágenes Geológicas 提供（经 Flickr）.

像植物一样，土壤微生物将它们消耗掉的 C 的一部分，作为细胞呼吸的副产品释放到大气中 (这是土壤碳
排放的主要来源) ，其余的则在微生物死亡后回到土壤中。土壤中有机物分解的新输入物往往通过微生物传递
给微生物，直到几乎所有的碳都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出来。如果要将碳封存在土壤中数十年或更长时间，以
遏制全球变暖，就不能让土壤微生物消耗掉碳。如果碳在化学上与土壤颗粒结合在一起，或者如果缺少碳饥饿
土壤微生物，或是它们处于不活跃状态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积水的土壤缺乏氧气，对许多微生物来说是
有毒的，所以这种超湿润的土壤往往会更长时间地保留碳。酸性、盐性和冰冻土壤也容易长时间地储存碳。
在过去 20 年里，研究人员追踪了碳通过土壤中有生命和无生命成分所经历的动态旅程——这一旅程可能
持续几个小时到几个世纪不等。桑德曼说: “长期以来关于土壤碳稳定性的假说已经被抛弃了。”。目前流行的
观点是，
“微生物获取有机物是控制碳进入土壤的长期命运的主要因素。
”微生物可以在土壤中休眠数十年，甚
至数百年，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加速新陈代谢活动。但是，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土壤条件，潜伏微生物可能
开始活跃起来，它们可能开始享用古老的储存的土壤碳自助餐——碳一旦释放，就会进入大气层，对人类造成
危害。
（下图）北极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冲击，该地区的气温上升幅度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多冰冻地区开始解冻，唤醒
休眠的微生物，释放出古老的碳储存。图片由 Banco de Imágenes Geológicas 提供（经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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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土壤碳造成严重破坏
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桑德曼和他的同事计算
出，在过去 200 年中，农业造成了超过 1100 亿吨的土
壤碳流失。他解释说: “植物中的碳原本会衰老并缓
慢分解，但现在却被作为收获的产品出口,”养活了数
十亿人口。简单地说，我们正在消耗，而不是补充，
我们的土壤碳储备。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加
剧了这种农业驱动的土壤碳释放趋势。加利福尼亚的
一项研究发现，
土壤温度上升 4 摄氏度(7.2 华氏度)(大
致相当于该地区预计到 2100 年的温度上升)，可能导
致碳排放量增加 35%，主要原因是土壤微生物活动增
加。碳的储存在全球分布不均。目前的估计表明，由于不可持续的农业，在过去 200 年中丧失了 1100 多亿吨
土壤碳。这个可视化的过去和现在的土壤碳使用数据来自下列单位的合作项目：美国自然保育协会，康奈尔大
学，国际土壤参比和信息中心(ISRIC)和伍德威尔气候研究中心，旨在为土地经营者和决策者提供更好的决策
工具。
土壤有可能成为人类缓解气候变化任务中的盟友或敌人——正如《土壤透露》项目中的这些地图所显示的
那样，到 2038 年，种植覆盖作物、使用绿肥和减少耕作等恢复性管理做法可以在我们脚下储存大量的大气
碳; 另一方面，继续使用传统的农业方法，将更多的森林面积转化为农业，允许草原退化，可以释放大量的
土壤碳储存，从而加剧气候变化。在纬度更高的北方地区，气候变化正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快速融化永久冻土
(已冻结数千年的土壤) ，并唤醒休眠的微生物，让它们接触并释放土壤中的碳。据估计，北极永冻层的总储
存量在 1300 到 1600 千兆吨(1.4 到 1.75 万亿吨)之间，大约是全球土壤碳储量的一半。专家表示，在未来 80
年内，这些碳中的 5%到 15%可能会被释放出来，导致更多的气候变暖(导致更多的土壤碳释放，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失去，像这样的土壤碳储存是很难恢复的。估计有 2860 亿吨这种难以回收的碳被困在世界各地的土壤中，
储存在泥炭地、沼泽、红树林、原始森林和其他碳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些古老的保护区，
排放物将成为气候变化记分卡上不可根除的危害人类的标志。
（左下图）科学家们可以通过使用自动化系统进行控制性实验来收集近乎连续的土壤碳排放量测量数据，例如 Skyline，
图片摄于英国兰开斯特的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UKCEH)。不良的土地管理和气候变化正在增加土壤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二氧
化碳、一氧化二氮和甲烷。英国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模拟了夏季持续的洪水，就像那些由不断升级的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水
一样，并发现了土壤微生物群系的变化和甲烷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在
集中管理的草地土壤中。图片由 Simon Oakley/UKCEH 提供。

保护土壤碳储存也保护了人类
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保护古老的土壤碳储存，恢复
退化的生态系统和农田，土壤只会成为人类对抗气候变化的盟
友，而不是敌人。专家们说，仅仅这些行动就可以承担四分之
一的减缓气候变化负担——这是一整套重要的基于自然的气
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高碳密度的
自然生态系统，如热带泥炭地，防止其进一步开发,”桑德曼
说。幸运的是，由于地球上许多最富含碳的土壤与生物多样性
的热点地区相吻合，保护这些生态系统可以为气候、生物多样
性、人类以及我们保持在安全的地球边界内的需要提供双赢。
同样，由于如此多的农田已经严重退化，其恢复可以提供一个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黄金机会。简而言之: 改善土壤质量可
以吸收更多的碳。一公顷管理良好的农业土壤每年可以吸收约
0.3 吨碳。按比例增加，并考虑到可用的土地面积，良好的土
壤管理每年可以从大气中清除多达 30 亿吨的二氧化碳，略低
于目前全球排放量的十分之一。 桑德曼警告称: “碳减排的
规模，正是人们对土壤碳(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
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但要获得广泛采用，还存在巨大障碍。”
。
目前，集约化农业企业的做法正在对土壤健康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并使至少四个行星的边界面临超负荷的风
险。重型机械压实土壤，压碎其内部结构，降低持水能力(影响淡水行星的边界)。耕作撕裂菌根真菌，释放更
多的碳到大气中(影响气候变化的边界) ，并增加对合成石化肥料的依赖。过度使用这些化肥导致一氧化二氮
排放量增加，污染水道和威胁水生生物(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地球边界) ，并破坏地球氮循环(第四个地球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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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教授 Elena Bennett 说: “农业肥料的使用(包括粪肥)对于种植食物很重
要... 但是如果只有 5% 的肥料最终流入附近的小溪和河流，就会对水生生物群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如果我们
要恢复退化的农田，就必须解决土壤所面临的这种巨大压力—如果我们要有效应对全球气候紧急情况，同时继
续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保障，这是一项紧迫的必要条件。
（左图）重型农业机械可以压缩农业土壤，降低其持水能力，
使周围地区容易受到山洪暴发的影响。土壤结构的丧失也使其更容
易 受 到 侵 蚀 ， 危 害 土 壤 微 生 物 。 图 片 由 Werktuigendagen
Oudenaarde 提供，经由 Flickr.

SOS : 拯救我们的土地
1937 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写了一
封信给各州州长，宣称:“一个国家如果破坏自己的土
地，就会自我毁灭。”有重要的历史证据支持他的观点。
桑德曼说，在分析了过去的文明之后，“许多学者得出结
论，对土壤的管理不善是”它们的许多衰落的最接近的原
因。拉丁美洲的玛雅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土壤健康的恶化已经对现代生活和生计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世界上一些最干旱的地区，气候变化引发
的干旱日益严重，加上土地使用的变化和不可持续的灌溉做法，使曾经富饶的生态系统变成了沙漠。每年因沙
漠化而损失的土地达到惊人的 1200 万公顷(3000 万英亩)，影响了 5 亿多人的生活。“气候变化和土地管理造
成的荒漠化是一个全球关键的土壤引爆点,”桑德曼说。
（下图）在非常干旱的地区，比如西非的部分地区，农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干旱使土壤变干，导致地表形成厚厚的地
壳，当雨水最终到来时，这层地壳就成为一道屏障，导致山洪
暴发，侵蚀珍贵的表层土壤及其所含的重要营养物质。例如，
在毛里塔尼亚，由于干旱导致的农作物歉收已经导致了一场影
响超过 70 万人的重大粮食危机。图片由乐施会经由 Flickr 提
供。

据估计，土地退化将耗费人类每年全球生产总值
的 10% 。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IPBES)2018 年的一项分析，如果与气候变
化结合起来，到 2050 年，全球范围内的作物产量可
能会减少 10% ，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减少 50% 。报告
总结说，好消息是: 恢复退化的土地可以获得比成本
高 10 倍的收益。幸运的是，正如土壤退化的来源一
样，有许多潜在的土壤解决方。一些依靠新技术，其
他涉及改造工业农业综合企业，以保持更多的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从而促进健康的土壤。
复合农林业就是一个例子，它将树木、作物和牧草结合起来，生产多种多样的谷物、水果、坚果、动物产
品，甚至是药品。虽然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往往不如集约化的工业化石油化学驱动的单一作物种植那样具有生产
力，但它为农民提供了防止作物歉收的更大保障，并可以重建土壤养分和结构。例如，在塔吉克斯坦，正在成
功地利用复合农林业来恢复因几十年的过度放牧而退化的土壤。还有一些小的干预措施更适合我们现有的粮食
生产系统。例如，精心管理的作物轮作包含多种能够促进土壤效益的植物，可以防止产量下降——这是农民面
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他们可能会看到单一作物的产量在收获和播种的第二和第三年下降高达 25% 。类似地，
一些农民已经开始在农田边缘种植窄行有益植物，如三叶草等草类，希望这些绿色植被下的土壤健康能够延伸
到整片农田。而且看起来效果不错: 在爱荷华州的农田旁边种植成行草地，减少了二十倍的土壤侵蚀; 在英国
在农作物旁边种植三叶草等草带，仅仅一年就改善了土壤
质量，增加了蚯蚓的数量。
（左图）在农田边缘种植三叶草等草类，有利于提高土壤质量，
可以改善土壤健康。谢菲尔德大学的 Jonathan Leake 领导的研究表
明，三叶草等草带，仅仅三年就显著改善了土壤结构。农民们希望
这些条带的好处能延伸到田地的其他地方，提高农作物产量。图片
由乔纳森 · 马特鲁和乔纳森 · 利克提供。

恢复根际环境
简单地减少我们对土壤的物理和化学干预程度，可以
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积极结果。举个例子: 微妙的菌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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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网络很容易被耕作破坏，而且再生速度很慢，所以一些农民试图将这种破坏降到最低。保护性耕作(少耕或
免耕的耕作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耕作)“可以改善对侵蚀的控制，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减少养分流失量，
有助于保持良好的水质,”贝内特解释道：了解到这些互动的存在，我们可以尝试利用它们实现重要的双赢。
”
减少耕作的一个方法是种植多年生作物品种，每次收获后不需要补播。例如，中间偃麦草，一种驯化的多年生
野生小麦草，可以年复一年地生产作物而不用耕种。寿命较长的食用植物也会形成更大、更广泛的根系网络，
改善土壤结构，防止水土流失，提高抗旱能力。通过全年保持农田植被覆盖，多年生植物还有助于固存更多的
碳并维持重要的气候调节过程，如蒸散作用。
目前，农作物育种者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因素，比如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但是他们也可以把注意力转移
到培育更健康的根际土壤的特性上，哈利特说。例如，植物育种家可以选择根较长或根毛较多的品种。根毛“进
入非常小的孔隙空间，然后它们可以捕获营养物质，如磷，它们可以更有效地捕获水分,”他解释说。选择根
毛较长的作物可以提高抗旱能力，减少氮肥的使用——这是农民的两个有价值的直接利益——同时还可以储存
碳，改善土壤结构。

全球食品工业的全面改革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希望，但要对历史悠久的工业化农业企业进行大规模改造绝非易事。不仅仅是大规
模的农业综合企业需要做出巨大的改变。相对较小的家庭拥有的农场占世界农业用地的 75%，这意味着小农户
的参与对于广泛改善土壤健康至关重要。
“全球至少有 5 亿人从事农业，因此要让这么多人改变他们的经营方
式，是一项巨大的努力,”桑德曼表示。微生物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建议政府采取主要的政策激励措施，优先
考虑土壤健康，包括一项新的食品标签标准，用以识别在管理良好的土壤上生产的产品。专家们表示，对农业
补贴进行全面改革，不仅可以提高产量，还有利于（推行）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佳做法，可能有助于加快对
世界粮食和农业系统进行亟需的全面改革。

（左上图） 由于气候、地质、植被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土壤变化巨大。这张土壤样品的蒙太奇照片，是由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
的 Rob Griffiths 领导的研究的一部分，展示了英国不同地点土壤特性的变异性。图片由 Rob Griffiths 提供。

事实上，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重新定义它的粮食种植方式。要取得成功，任何推动可持续土壤管理
的全球努力都必须建立在量身定做的区域战略之上。
“我不认为有一本(土壤管理)食谱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
哈利特说。Hallett 是一个国际性、交叉学科研究团队的一部分；该小组致力于研究中国南方地质、水文、气象
和土壤科学如何解释该地区红壤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侵蚀和营养物质流失。
“对这些环境是如何形成有更全面的
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
例如，研究小组发现，在红壤中（如在中国发现的那样）
，高达 90% 的作物生长所需的土壤氮都在地下 2
米(6 英尺)以下，因此大多数植物无法到达地下，这是几十年来过度使用化肥的结果。
“我们现在正在利用这些
信息创造环境决策支持工具，通过降低化肥成本，这些工具对环境和农民都有好处,”哈利特说。在这种情况
下，以及全球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使土壤健康所需的补救措施。但是知识和行动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在发现有效的解决办法和颁布新的做法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滞后。因此，当务之急
是: 如果我们要利用土壤生态系统来应对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变化，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
（右上图）广场农场。目前，作物育种者关注的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等短期经济因素，但他们也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培育更健
康的根际环境的性状。图片由俄勒冈州农业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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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香根草网络视频会

中国应用香根草防治水稻螟虫
由国际香根草网络 TVNI 主办的网络研讨会“应用香根草在中国防治水稻螟虫”于 2022 年 3 月 1 日世界标
准时间（UTC）上午 5:00 举行。网络研讨会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学研究所的吕仲贤博士（下
图左，中国杭州 310021）做了 30 分钟的演讲。他介绍了水稻病虫害治理生态工程的实验和现场开发应用，重
点是应用香根草控制水稻的粉红色和条纹二化螟。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控制了 20 多万公顷的水稻二化螟（下
图右）
。演讲结束后还进行 30 分钟的问答。

中国香根草网络主办国际香根草视频会议
由国际香根草网络主持、中国香根草网络主办的国际香根草视频会议与2021年11月18日成功举办。参加会
议的人员3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除了各参加会议人员在各地就地与会外，中国
香根草网络在南京设有会场。会议开幕式由国际香根草网络发起者Dick Grimshaw 主持，中国香根草网络组织
了4名主讲者进行大会发言，会议中心议题是介绍香根草系统在中国的近期进展：
(1) 中国香根草系统的引进与发展，发言人：黄标（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要讲述了香根草系
统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史；香根草科普园的建设，强调了香根草系统在少儿科普上的重要性；介绍了少儿科
普剧的编写与演出过程及其在儿童科普上的作用。进一步强调香根草知识的宣传、推广要从儿童开始。
(2) 香根草在水稻螟虫防治上的应用，发言人吕仲贤（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虽然香根草与水稻螟虫的研
究已经持续了约30年，吕教授和他的团队首次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
么香根草可以用来控制水稻螟虫的难题。并且为田间实际操作提出了规范。并做了大量的科普与应用，为水稻
生产做出了贡献。使得270,000 ha 水稻的螟虫危害得到控制。
(3) 香根草系统在中国的碳吸附价值，发言人：陆访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陆的报告引起与
会者的广泛关注。他肯定了香根草在碳吸附上的作用，并指出了利用草本植物固碳的特点和优越性。则能估算
出中国香根草系统在2030年和2060年，除了其在工程和环境保护上的价值外，累计创造的碳吸附“附加值”将
分别在10.3亿元和33.2亿元。中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和行动赋予香根草应用新的动力。
(4)香根草系统在浙江温州的应用，发言人叶青（温州莲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因网络故障未能发言）。
温州莲情水生花卉专业合作社创办于 2013 年，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温州莲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本公司位于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基地总面积为 568 亩，是温州市首家香根草培育基地。该公司 2015 年开始认识香根草，
2017 年引进香根草进行种苗培育，2020 年正式推广香根草在碳汇中的应用。
(5)最后放映了少儿科普剧人类的朋友：香根草。 这是世界上首部以香根草为体裁的少儿科普剧。该剧本
主要以浙江省农科院应用香根草防控水稻螟虫的最新研究成果创作而成。主要阐述了为什么香根草能够用来防
治水稻螟虫的深刻道理。同时该剧本也介绍了香根草的一些主要作用，包括：
 香根草在水土保持上的应用；
 香根草在环境保护上的作用；
 香根草在工程和基础设施防护上的应用等等。
该剧本深入浅出，为观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展现了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比如说：
 什么是昆虫？
 什么是抗药性？
 昆虫包括两大类，即害虫和益虫。
 为什么不能长期依靠农药来对付昆虫？
 害虫对农作物的危害。
 什么是食品安全？
 农药对昆虫有什么作用？
 什么是解毒酶？什么是水稻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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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昆虫发展阶段：卵、幼虫、蛹、成虫。
 为什么香根草可用来控制水稻螟虫？
除了上述议题外，近些年来香根草系统在中国还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诸如应用香根草制作电
池；处理空气污染；制造药品等。整个会议持续了约 1 小时。会后提问原定 20 分钟，但由于大家提问踊跃，持
续到一个多小时。整个会议于北京时间 11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开始，12 点多结束。提问主要集中在香根草在碳
吸附上的作用，因为该题目涉及面广，尚有不少地方有待继续研究和探讨。与会者希望这样的视频会议能够经
常召开，以利于交流经验，互通有无，促进香根草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推广。

照片 1 国际香根草视频会中国南京会场

照片 2 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观看演出

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部分，该剧本将深奥的道理，经过小朋友们活泼、生动的表演表现出来，并在小朋友们之间
传播开来。因而得到广大小朋友和他们家长们的欢迎。少儿科普剧的演出有利于让少年儿童从小就了解科学，
学习科学，热爱科学，树立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照片 3 香根草系统在中国不同领域的应用

照片 4 污水处理（浙江温州）

۞۞۞۞۞۞۞۞۞۞۞۞۞۞۞۞۞۞۞۞۞۞۞۞۞۞۞۞۞۞۞۞۞۞۞۞۞۞

生动形象的科普实践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成果、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普及上往往跟不上时代
的发展。科学普及是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让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普通大众介绍科学、推广
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通过老科技工作者的言传身教，让青少年从
小就了解科学，热爱科学，树立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1 香根草科普园的建立
科普园项目选址在南京太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座落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阜庄社区石地村。总面积
200 余亩， 含水稻田、低丘、池塘、路渠等等多种地貌单元，为现代农业科普提供了条件。本项目拟展示的
内容包括：
➢ 香根草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应用。
➢ 香根草的不育性：不生长具蔓延、侵略性的匍匐茎或根，不会成为农田杂草，也不会同其保护的作物发生
竞争。
➢ 香根草对害虫诱集与毒杀功能，用于农田水稻、玉米等作物虫害防控的生物技术措施，以大幅度减少杀虫
剂的使用，节约成本并增加效益，提高农产品品质。
➢ 具备在极端土壤条件下生长的能力，同时具备旱生和水生性能，从而能在多种自然环境下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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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系稠密而庞大，平均抗张强度达 75MPa，能够有效的固定斜坡，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环境。
科普园中不同示范区的建设给人们非常直观的印象，加上科普材料的散发，更加深了科普效果。远远胜过
单纯的课堂讲授与口头介绍。

图 1 对科普园进行现场规划

图 3 田间检查香根草控制水稻螟虫的效果

图 2 应用香根草保护水渠

图 4 香根草对坡道的保护

2 少儿科普剧《香根草：人类的朋友》的创作与成功演出
科普工作最重要的对象是儿童。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学习科学知识，我们创作并导演
了《香根草：人类的朋友》剧本，这是世界上首部以香根草为体裁的少儿科普剧。该剧本主要以浙江省农科院
应用香根草防控水稻螟虫的最新研究成果创作而成。主要通过生动活拨的儿童演出阐述了为什么香根草能够用
来防治水稻螟虫的深刻道理。同时该剧本也介绍了香根草的一些主要作用，包括：香根草在水土保持上的应用；
香根草在环境保护上的作用；香根草在工程和基础设施防护上的应用等等。
该剧本深入浅出，演员和观众都是小朋友，除了生动形象的讲述了为什么香根草可以用来防控农田害虫外，
还向小朋友们展现了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比如说：
◆ 什么是昆虫？
◆ 什么是食品安全？
◆ 昆虫包括两大类，即害虫和益虫。
◆ 什么是解毒酶？
◆ 农药对昆虫有什么作用？
◆ 什么是水稻螟虫？
◆ 什么是抗药性？长期依靠农药的害处。
◆ 为什么香根草可用来控制水稻螟虫？
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香根草网络，南京市第 821 信箱，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邮编：210008，电话：
（025）86881597，传真：（025）86881000
E-mail: lyxu@issas.ac.cn Homepage: http://www.vetive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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